
通过积极营造社区并着眼长远发展，
我们将继续活化公司项目所在社区，

为其创造价值，同时亦保留社区特

色、 关注社群并提升社区人士的生

活质量。

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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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社区活力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社群福祉 社区抗御力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太古地产深明我们构建及守护的社区对社会及环境具有重大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希望构建理想社

区，从而活化物业所在地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活力社区，确保发展项目平衡美学、功能、生态及文化影

响。与此同时，社区的长远发展亦离不开持续优化、维护和管理这些资产，从而令在公司发展项目内

居住和工作的社群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并惠及周边社区。

重要议题

活化社区本地经济发展  社区建设参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支柱的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下：

SDG 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

SDG 9  
发展、创新和基础设施

SDG 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及为员工提供体面工作。

建造具备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
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

化，推动创新。

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
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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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2-1, 2-6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香港 中国内地 美国迈阿密

东荟城
太古广场 太古城中心

太古坊

香港

太古集团在区内扎根超过一个世纪，见证太古

坊从早年太古船坞和糖厂所在的工业区衍变

为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

太古坊近年屡次进行重建工作，工程现已进入

最后阶段。楼高48层的高效能办公楼太古坊

一座于2018年落成，标志太古坊重建计划第

一期竣工。第二期经已动工，将会兴建太古坊

二座，以及名为太古中央广场及太古花园的

70,000平方英尺绿化休憩空间，预计于2022年

完工。

2021年11月，太古地产宣布在区内一幅40,000平方英尺的现有空置土地，打造充满活力的社区休憩空

间「舍区」(Quarryside)，为公众提供消闲好去处。查看更多关于舍区详情请按此。

太古坊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经济民生社区活力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社群福祉 社区抗御力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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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广场位于港岛金钟，汇聚三座总楼面面

积达220万平方英尺的甲级办公楼、一家提供

270个单位的高尚服务式住宅和四家五星级

酒店，当中包括太古酒店旗下设有117家客房

的奕居。太古地产并将毗邻的星街小区塑造

成为缤纷的时尚生活区，吸引不同风格的餐

厅、酒吧、食肆、画廊及精品店进驻。

太古广场

位于大屿山东涌的东荟城名店仓是香港首个

及最大的名店折扣商场。东荟城由942,800平

方英尺的零售空间及16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

组成，项目位于港铁东涌站上盖，香港国际机

场及港珠澳大桥近在咫尺，交通网络四通八

达，往来香港多个著名景点均十分方便。

东荟城

太古城中心是港岛最大的购物商场，楼面总

面积约111万平方英尺，可由港铁太古站直

达。商场楼高六层，汇聚逾170家商铺及食

肆，另有特色戏院和室内溜冰场，室内停车

场提供逾800个车位。溜冰场经过翻新后更

胜从前，我们亦致力优化租户组合，并经常

在商场举行引人入胜的推广及其他活动，使

太古城中心成为市民享受愉快生活的消闲地

点。2021年，太古城中心于皇家特许测量师学

会(RICS)香港年度大奖夺得年度最佳设施管

理团队奖。

此外，太古城中心亦连通香港东隅酒店、太古

太古城中心

城住宅发展项目及百多家服务区内居民的户外商铺。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经济民生社区活力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社群福祉 社区抗御力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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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

三里屯太古里是我们在中国内地的首个项目，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中心地带。项目担当关键

角色，带动三里屯衍变为结合文化、零售、餐

饮和酒店的潮流中心。三里屯太古里是今年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的焦点主题。

2021年12月，我们的创新城市更新项目「三里

屯太古里西区」正式开幕。项目楼高八层，另

有两层地库，正在建设的地铁工人体育场站将

设置一条地下通道直接通往西区及三里屯太

古里，车站预计于2023年启用。太古地产矢志

在三里屯推进城市更新，本扩建项目是当中的

重要部分。

三里屯太古里，北京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中国内地 美国迈阿密

北京

上海
成都

广州

香港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经济民生社区活力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社群福祉 社区抗御力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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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汇是广州市天河区的高尚生活消闲地

标，项目内的购物商场是全球首个取得能源

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既有建筑：营运

与保养」铂金级认证的密闭式商场，今年适

逢项目开幕10周年纪念。2021年7月，太古汇已

全面采用可再生电能。

太古汇，广州

颐堤港是以零售为主导的综合发展项目，包括

一个购物商场、一座甲级办公楼及北京东隅

酒店。颐堤港广泛推行可持续发展措施和计

划，包括高效能太阳能光伏板、优化版天窗、

领先北京市的废弃物回收流程及「绿色厨房」

计划。

太古地产于2020年12月宣布以毗邻北京颐堤

港项目的用地作为其扩建部分，工程现正进行

中。扩建部分是以办公楼为主导的综合发展项

目，总楼面面积约423万平方英尺，项目将包括

购物商场、办公楼及一家酒店。

颐堤港，北京

成都远洋太古里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是以零

售为主导的综合发展项目，面积达130万平方

英尺。项目中央是建于16世纪的成都市地标

古刹大慈寺。成都远洋太古里是全球首个获

得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既有建

筑：营运与保养」4.1版铂金级认证的开放式

街区商业项目，也是四川省以至中国内地首个

取得该认证的发展项目。成都远洋太古里自 

2020年起便全面采用可再生电能。

成都远洋太古里是今年报告「实践可持续发

展」专题介绍的项目。

成都远洋太古里，成都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经济民生社区活力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社群福祉 社区抗御力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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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滩太古里位于上海浦东前滩国际商务区，总

楼面面积约130万平方英尺，于2021年9月开

幕。项目聚焦Wellness理念，成为全球首家获

得WELL健康建筑标准核心体(铂金级)认证的

购物中心，采用「双层开放空间」设计，在屋顶

打造街区形态及大片绿化空间，由80米长的

悦目桥横贯上方，将黄浦江景致尽收眼底。8.6
万平方英尺中央公园的亮点包括全长450米长

的屋顶Sky Loop天空环道，此外还有多个绿化

和休憩空间供公众享用。

兴业太古汇，上海

兴业太古汇位于上海的主要购物商圈南京西

路，毗连三条地铁线，交通便捷。项目包括两

座获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最终铂

金级认证的甲级办公楼和一座获能源与环境

设计先锋评级(LEED)最终金级认证的购物商

场，另有两家酒店 ─ 镛舍及上海素凯泰酒

店。项目定位是带动该区发展成为崭新的商

业、购物及休闲热点。

前滩太古里，上海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经济民生社区活力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社群福祉 社区抗御力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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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美国迈阿密

2016年开幕的Brickell City Centre是我们在

美国迈阿密的地标性综合发展项目，也是公

司首个获得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 

「社区发展」类别金级认证的发展项目。项

目的亮点之一是破格创新的环保建筑设计

Climate Ribbon，由钢铁、玻璃及纤维组成的

高架棚架能为访客遮挡阳光，保持通风及收

集雨水，并为购物中心提供自然照明。2021 
年4月「地球月」期间，太古地产推出PLANT计

划(人人乐活，与大自然共荣)，安排一系列教

育及互动活动，倡导大家坐言起行守护地球

环境，选择更环保的生活方式，促进可持续发

展。

Brickell City Centre，迈阿密

中国内地 美国迈阿密

美国迈阿密

香港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经济民生社区活力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社群福祉 社区抗御力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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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产深明我们构建及管理的社区与社会和环境息息相关，对我们的长远决策亦具有深远影响。

我们第二份《社区营造效益报告》探讨「何谓优质社区」，聚焦北京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一带。

这份题为「创新衍变三里屯太古里」的《社区营造效益报告》于2021年8月在北京瑜舍举行的 

「2021中国商业社区营造发展论坛」由太古地产与清华大学建筑策划与后评估中心联合发布。

这份《社区营造效益报告》评估过去12年来太古地产通过社区营造与社区管理，对三里屯太古里 

社区和周边地区的积极影响，并进一步展望项目作为首都时尚潮流地标，如何在未来继续缔造 

独特的文化生活体验。

本报告沿用我们首份聚焦太古坊的《社区营造效益报告》的评估框架，通过社区四大范畴，即社区 

活力、经济民生、社群福祉及社区抗御力，衡量三里屯太古里的影响力，评估其随时间产生的变

化，并与市内其他商业项目作比较。报告的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是「用户」，展示三里屯太古里的用户 

行为和体验，以及项目如何与社群建立紧密联系。

研究阐释太古地产如何通过持续投资硬件和软件，并融入多元化的社区营造和管理，提升三里屯 

太古里的社区抗御力。

查看报告的全文请按此。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经济民生社区活力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社群福祉 社区抗御力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e-brochure/2021/places-impact-report-taikoolisanlitun/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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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产在2021年投放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策办一系列艺术及文化活动，确保旗下的发展项目和用

户能走出疫情的阴霾，重拾活力。

太古汇10周年艺术展览

广州太古汇在 2 02 1年 举办了多项

活 动庆 祝开业 1 0周 年，当中包括

多个艺术展览。第一场植物艺术展

「Here and Now」将植物融入文化

主题，由著名花艺师、二十一花艺 

品牌主理人徐飞策展，展期为2021年

5月至6月。

第 二 场 展 览 展 出 英 国 设 计 师 

保罗·考克赛兹(Paul Cocksedge)创 

作的互动式艺术装置「Please Be Seated (请就座)」，太古地产首个回艺术展览其中一部分。

这件木制作品呈大波浪形，拱起的部分可供人们穿梭其中探索空间乐趣，弯曲的底部则

成为人们放松休憩的最佳落脚点。整个装置由1,440块可持续来源的木材制成，彰显太古 

地产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这件艺术作品首站于成都远洋太古里展出，2021年3月至7月移师广州太古汇，然后转到 

上海前滩太古里，最后将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永久展出。

社区活力

艺术及文化

艺术表演对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为重要，太古地产矢志支持艺术家及表演者，让他们在旗

下物业的场地举办艺术及文化活动。

兴业太古汇「Dare For More Dare to 
Play 爱混敢嗲 ·尽琴摇滚」

兴业太古汇于4月至6月举办「Dare 
For More Dare to Play 爱混敢嗲 ·尽

琴摇滚」艺术活动，活动集文化、生

活品味和慈善于一身，是全球热玩街

头钢琴活动「Play Me, I'm Yours」的

上海版。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经济民生社区活力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社群福祉 社区抗御力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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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三里屯文化艺术节

由三里屯太古里赞助的第二十届三

里屯文化艺术节于5月至6月举行，安

排多场音乐、歌唱及舞蹈表演、演奏

会和中国传统文艺表演。三里屯太

古里已连续第四年支持这项文化活

动。

三里屯太古里一直热心支持文艺节，

可见商场在推广文化、艺术及慈善活

动方面不遗余力，经常与地方政府、

学校和不同组织携手合作，尽显太

古地产积极实践构建共融社区、改

善整体生活环境及促进社群健康的

理念。

「爱混敢嗲．尽琴摇滚」把街头文化带到商场，结合艺术和体育表演，将钢琴演奏、艺术滚

轴溜冰及板网球等共冶一炉，宣扬积极的生活态度，例如怎样迎接挑战，自信地面对人生

和突破个人极限。

「Play Me, I'm Yours」是英国艺术家Luke Jerram发起的街头钢琴艺术活动，2021年刚踏入

四周年，多年间游走全球众多城市，摆放色彩缤纷的钢琴让人们随心演奏乐在其中。Luke 
Jerram于2018年将计划带到上海，自此成为市内重要的艺术景点。兴业太古汇迄今已捐出

50座钢琴支持这项计划，以行动显示支持艺术发展，致力将艺术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太古地产艺术月载誉归来

受到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深

受欢 迎的太古地产艺术月停办一

年，2021年5月终于复办，邀得多位

国际著名艺术家献艺。今年亦是太古

地产第九年与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

会合作。

应邀参与太古地产艺术月的艺术家

创意非凡，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享负

盛名，其中一位是著名英国设计师 

保罗 ·考克赛兹(Paul Cocksedge)，他

创作的香港版「Please Be Seated (请
就座)」早前在太古公园首次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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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以可持续发展来源木材制造，彰显

太古地产矢志实践可持续发展，也反映我

们致力营造社区供人们安居乐享的价值

观。

除了「Please Be Seated (请就座)」，

太 古 广 场 及 太 古 公 园 亦 展 出 三 件 

色彩缤纷的雕塑 ─ 英国概念艺术教父

Michael Craig-Martin创作的「高跟鞋」(粉

红色)、「耳机」(蓝色)及「好主意」。作品

均取材自日常生活中的平常物件，以粉末

涂层钢材制成。

太古坊的ArtisTree亦举办多媒体展览，展

出挪威艺术家Fredrik Tjærandsen的作品，

糅合富动态的时装、影像、摄影和视觉艺

术。展览首次在亚洲展出，鼓励观众与天

然橡胶制成的大型艺术装置互动，装置与

影片中趣怪的彩色幻泡裙互相呼应。

支持浦东美术馆

2021年，太古地产成为上海新地标

浦 东美术馆的主要赞助商，美术 

馆由法国著名建筑师让．努维尔设

计，由上海陆家嘴集团发展，位处浦

东滨江沿岸，位置优越。

浦东美术馆楼高六层，共有13个展

厅，令上海缤纷多元的艺术圈更添

姿采，展品涵盖古典及中国艺术品

以及国际馆藏。该馆于2021年7月开

幕，带来由英国泰特美术馆、中国烟

花艺术家蔡国强及西班牙胡安．米

罗基金会呈献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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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厂街市集

太古地产于2015年开始联合香港一

家社企举办「糖厂街市集」，将绿色

生活模式与食物相结合，提倡健康

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市民可在市集选

购本地农夫种植的新鲜蔬果和品尝

创新菜式，还可参与不同主题的美食

节。

2021年，糖厂街市集扩大规模，活动

由3月一直持续至年底，为租户、员工

及访客带来林林总总的餐饮美食。

今年的市集由品茶节揭开序幕，其后每两个月更换新主题，并设摊档售卖街头小食、亚洲

美馔、夏日美食和冰冻的消暑食品，以及举行咖啡节。

市集当然离不开可持续发展这个重要元素，场内提供可重用碗碟及餐具供访客借用，并设

有厨余回收箱和售卖回收及升级再造精品的环保产品摊档。

查看糖厂街市集详情可浏览市集的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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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力展能促进年轻一代发展：太古地产「白色圣诞市集2021」

太古地产「白色圣诞市集2021」

太古地产每逢12月举办的「白色圣诞

市集」社区节庆盛事因疫情阔别两

年，2021年终于回归糖厂街跟大家欢

度佳节。今年的市集是首个由七位

太古地产Placemaking Academy的本

地大学生一手设计及策办的实体活

动。

「白色圣诞市集」于12月2日至5日举

行，糖厂街变身成为「圣诞老人奇幻

工厂」，为访客打造身临其境的奇幻体验，今年市集以该区的历史及太古糖厂鲜为人知的

小故事为灵感。团队的设计旨在重温鲗鱼涌社区的美好回忆，让访客缅怀一番，也趁着佳

节让久受疫情困扰的香港市民减压，感受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一如以往，今年的「白色圣诞市集」亦以社区建设为重点。太古地产向「爱心圣诞大行动」捐赠

港币80万元。

支持青年展能

太古地产Placemaking Academy是

我们社区营造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目标是培力展能，扶植香港的年

轻一代，最终依仗他们构建活力盎

然的可持续发展社区，造福本地社

群。2021年，我们通过公开比赛招

募，最后选出七位才华出众、充满

干劲的学员，负责设计、策划和筹办 

「白色圣诞市集2021」。

我们安排几位学员在2021年7月至12月参加全职实习计划，由导师从旁指导并接受在职培

训，此外并可享用公司的丰富资源，帮助他们意念成真。

– 太古地产行政总裁彭国邦

 白色圣诞市集为太古坊社区的节日传统活动，让我们与市民大众同享节庆气

氛的同时，我们亦很高兴为年青新一代提供营造社区方面的实战经验，使他

们在未来可学以致用，为建立可持续发展和具活力的社区出一分力。我们对

学生团队的表现，和他们为社区大众所筹办的市集感到非常自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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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在问卷调查的意见反馈

发展新技能

100% 
参加者学习了有助个人 
发展的新技能和知识

100% 
参加者感觉准备更充分， 
有助未来发展事业

排名最高的三大学习领域

 
活动规划和管理可持续发展 持份者参与

建立抗御力和回馈社会

100% 
参加者对香港社会的挑战 
有更深入认识

100% 
参加者自信可在逆境中促进 
社会积极变革

7位
参加者

60个
大师班及实习指导 

港币25万元 
就业资助

158小时
实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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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以零废为目标的「白色圣诞市

集」

太古地产在日常业务全面实践可持

续发展理念，2021年「白色圣诞市

集」也配合此宗旨，首要实行环保。

活动以零废为目标，团队在规划初期

已与设计师、供应商、商户及太古地

产的可持续发展部门紧密合作，务求

预先安排及管理市集将会使用和弃

置的物料。

市集推行下列减废措施： 

• 大部分指示牌均使用可回收的D-board原材料制造，不使用发泡胶板

• 大部分木装置均采用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木材，并安排非牟利组织及回收伙伴回收废

弃木材升级再造

• 禁止使用即弃餐具，例如饮管及刀叉

• 设置回收箱收集废弃纸、塑料、金属、玻璃瓶及厨余

• 与本地纸包饮品盒回收浆厂合作，回收及清洗纸杯和容器循环再造

参与学生在实习期间获得太古地产

高级管理层、可持续发展及活动策划

专家、设计及社区规划界思想领袖从

旁指导，汲取了不少知识和技能。我

们合共安排了46个大师班，学员在实

习过程中了解到太古地产在社区营

造、创新及可持续发展三方面的长远

目标，最后学以致用，协力设计和策

划2021年「白色圣诞市集」。 

– Shirley (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主修翻译)

 我从设计思维大师班获得许多启发，特别是「受众导向方针」。其中一位

星级导师是香港当代文化中心创办人兼荣誉总监黄英琦女士，她教导我们

策划任何活动，集思讨论的第一步是了解受众和确定他们的需要，所以我

们在规划阶段通过调查问卷咨询区内居民及太古坊租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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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团队进行了废弃物审计，评定弃置及再循环的废弃物类型和数量，另外亦参与一项

独立碳审计评估市集的碳足迹。上述审计提供的基准数据可供公司日后举办活动时评估

环保表现。

此次活动为逾九成的装置物料及消

费者废弃物安排循环再用、升级再造

及回收，避免将物料弃置于堆填区，

致力令市集成为零废活动。

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应学员团队邀请

亲临「白色圣诞市集」，并分享多项

关于环保活动规划及可持续发展的

实用贴士。

「ArtisTree Selects: The Missing Something – 会唱歌的画布」展览

2021年12月，香港歌手王菀之首次

在ArtisTree举行个人展览「ArtisTree 
Selects: The Missing Something – 会

唱歌的画布」，完美结合艺术与多媒

体创作。

现场展出一系列澎湃的装置，糅合音

乐、光影、视像及文字的创作元素，

全部是唱作歌手王菀之独立原创，邀

请观众踏上充满诗意的感官旅程，以

个人体验焕活回忆，重新学会分享，

并在生活中寻觅失落已久的情感。

「会唱歌的画布」是太古坊的社区营造活动之一，旨在宣扬爱、分享、保持身心健康和与生

命中重要的人紧密同行。我们邀请王菀之与展览的观众真情对话，分享她如何觅得创作灵

感。这次体验令在太古坊工作和生活的社群对「社区」更有归属感，同时为社区营造更多

姿多彩的文艺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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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太古地产致力推动就业及支持各类复苏计划，并积极支援社会福利机构和社企，帮助广大

市民及本地社区应对疫情，摆脱阴霾重展活力。

经济民生

支持政府消费券计划

香港政府推出港币5,000元消费券计

划，借此鼓励消费，振兴受疫情打击

的本地经济。太古地产全力支持，喜

与计划指定储值支付工具营办商之

一Tap & Go「拍住赏」合作，在旗下三

个香港购物商场，即太古广场、太古

城中心及东荟城名店仓，推出总值超

过港币470万元的购物奖赏和精彩体

验。

太古地产是Tap & Go「拍住赏」的首

个地产发展商合作伙伴，带动商户销售额，助力香港经济复苏。我们在消费券计划同期推

出多个推广计划，提供一系列购物礼遇，例如现金券及独家礼品等。此外，我们亦制作一

系列时尚生活短片，请来香港名人拍摄，分享他们在太古广场、星街小区、太古城中心及东

荟城名店仓的「购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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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上海历史瑰宝

2021年7月，太古地产宣布与上海静

安置业集团组成合资管理公司，以合

作形式参与张园保护性开发项目。

张园总占地面积逾43万平方英尺，内

有43组约170幢石库门里弄古建筑群

(一种排屋)，建筑风格多达28种。张

园的历史可追溯至1872年，是上海现

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建筑形式

最丰富的石库门建筑群。

合资公司将完整保存石库门建筑，并充分利用其地下空间，将张园改造升级为充满活力的

生活时尚聚集地。项目地上楼面面积逾64.5万平方英尺，将打造国际级创新文化场所、高端

办公空间、特色住宅公寓、一家精品酒店及一系列特色零售餐饮选择。至于逾75万平方英

尺地下空间，将连接三条地铁线，交通换乘便利，与周边社区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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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培力展能，支持香港年轻一代

培力展能促进青年发展一直是太古

地产社区营造的重要一环。2021年，

我们继往开来，与香港青年协会社会
创新及青年创业部合作，参与他们的
青年创业学课程，携手培育香港新一
代领袖。

该培训计划鼓励青年踏出传统的就业市场，在更广阔的领域开拓和寻找新方向，并提供创

业支援及培训，不同范畴的专业人士更会向学生提供指导，协助他们提升技能。

太古地产派出一位物业组合经理在虚拟座谈会分享他的知识与经验，向年轻人讲解地产

发展业的行业惯例，还列举多宗真实个案和例子作为实用贴士，向学员传授重要的基本商

业技巧。

两场网上座谈会共吸引70多名学生参加，活动大获好评，参加者赞扬讲者分享的资讯实

用，令他们增进知识，日后若投身地产行业，遇到租务问题也懂得应对。

Blueprint

位于太古坊多盛大厦、楼高两层的

Blueprint，提供灵活工作空间及各类

活动场地。一楼是设有90张办公桌的

开放式共享工作室，适合初创企业及

小微企，另设15家大小不一的私人办

公室，可满足大企业客户需要，包括

大型跨国企业。二楼全层是10,000平

方英尺的活动场地，包括讲堂及一家

可分间为多间培训室的大会议厅，全

部配备先进的影音器材。

Blueprint设有多种会籍可供选择，全方位支援因疫情在家工作或遥距工作的上班一

族。Blueprint灵活的会员制度包括工作台通行证、日租通行证及会议室预订。Blueprint的
设施一应俱全，是居家工作以外的理想选择，提供更专业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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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们继续采取严格的卫生抗疫措施，全力保障访客、租户及员工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继续在

旗下物业推广共融，让广大公众畅行乐享。我们致力设计贴心的设施和提高通达度，务求做得更好，

超越法定规例的要求。

社群福祉

前滩太古里聚焦「Wellness」好生活

前滩太古里于2021年9月底开幕，以

用户及顾客的舒适、健康和福祉为

核心理念。这个上海崭新购物地标以 

「自然主义」作设计概念，融合自然

和现代建筑元素。商场成为全球首家

获得WELL健康建筑标准核心体(铂金

级)认证的购物中心。

前滩太古里地面和屋顶均有双层开

放空间。地面为8.6万平方英尺的城

市中央绿轴，并有一条80米长的悦目

桥横贯上方；屋顶则设有一条450米

长的Sky Loop天空环道，由专业跑道

和散步道组成，并提供绿化休憩空

间连接附近商铺，还有天台菜圃及花

圃。

前滩太古里引入大量可持续发展元

素及措施，包括实时空气质量监察、

节水洁具、节能水泵和风机，以及加

强自然采光的高性能玻璃。前滩太古

里的环保设施应有尽有，更取得能源

与环境设计先锋评级(LEED)金级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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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汇露天花园绿意盎然，有益身心健康

广州太古汇的露天花园环境舒适，一

年四季都是乐享悠闲的好去处。早前

园内的绣球花盛开，姹紫嫣红令人目

不暇给，商场特别增设卵石小径及多

条步道，让访客在花海漫游，在急促

的城市步伐中享受绿景，觅得一刻平

静。

广州太古汇亦在露天花园举办了多个

园艺工作坊，招待商场的尊享会员及

其家人，参加者可亲手种植蔬菜，与

大自然连系，还有专业导师教导如何

以自然材料制作工艺品。

太古汇并联合健身品牌在商场的「南玻璃盒」活动场地开办健身课程，请来专业教练指导

办公楼租户的员工强身健体，包括瑜珈及战斗拳击有氧运动课程。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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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集团慈善信托基金(太古基金)
于2021年11月拨款港币1,500万元资
助圣雅各福群会发展及营运一个位
于鲗鱼涌海滨的社区休憩空间，项目
命名为「舍区」(Quarryside)，预计于
2022年底启用。「舍区」建于海堤街
附近一幅空地，面积约40,000平方英
尺，属于太古坊「后园」地段。

太古地产是项目合作伙伴，为该计划
的设计、建筑工程及未来运作提供
意见咨询上的支援，协助创造充满活

力的社区休憩空间。发展局将拨款港币6,000万元资助项目的建筑工程费用，而太古基金将
资助舍区三年的营运经费。

新设施落成后会带来怡人的绿化空间和海滨环境，增添社交及康乐活动的好去处，有助营
造社区凝聚力和为社区福利作出贡献。太古地产行政总裁彭国邦在项目动土仪式致辞说：

「我们很高兴能运用我们的经验知识，就这个社区休憩空间的设计和兴建作出贡献。我们
期待项目落成，并会继续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通过这里所提供的社区项目和计划，为整
个社区注入新能量。」

舍区(Quarryside)：全新 鱼涌海滨社区休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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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derline盛大开幕

太 古 地 产 于 2 0 1 6 年 成 为 1 0 英 里 

长线性公园The Underline的创办赞
助机构。这个新颖的公园改善了迈阿
密高架轻轨铁路下未被充分利用的土

地。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捐出110万

美元建设The Underline。2021年2月，

开放，场内种植了逾30,000棵原生植
物和树木，并有多个艺术装置供游人
观赏，其他设施包括露天剧场、户外
健身设施、会议桌和餐桌以及聚会空
间。这个部分无缝连接第八街地铁捷
运站翻新项目和附近绿化地带。

除此之外，太古地产亦赞助多用途户外康乐活动空间Flex Court，该处是多项年度活动的场
地，旨在协助社区设施及服务不足的青年社区，和推广以健康为本的可持续生活方式。2021
年秋季，我们联同迈阿密热火篮球队，为青年服务资源不足的当地组织提供支援，先后八次
在Flex Court举办青年篮球诊所，并由迈阿密的社群领袖担任教练。

太古地产亦参与Miami-Dade County Art in Public Places计划，并为艺术家Cara Despain 
提供支援，令「Water/Tables」艺术游戏装置顺利完成。这件作品由两张实用的乒乓球
桌组成，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叙述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促进社群凝聚力，让人们在The 
Underline交流互动。

公园的第一部分Brickell Backyard正式

公司项目表现亮点

经济民生社区活力

社区营造效益报告

社群福祉 社区抗御力

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



伙伴协作社区营造 以人为本 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

2021 可持续发展报告 63

目录

太古地产鼓励员工接种疫苗及赞助

抽奖活动提高香港的疫苗接种率

2021年中，太古地产通过多种渠道推

广香港市民接种疫苗。现已晋升为太

古集团主席的白德利，担任太古地产

行政总裁期间参与香港总商会牵头

的网上宣传运动，鼓励商界、雇员及

公众接种疫苗。

太古地 产亦 竭 尽所能 确 保员工于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抵港后接种。我

们先后举办三场讲座，向员工讲解疫苗及其作用，并免费为他们进行疫苗接种前检查，确

保员工的身体状况适合接种。此外，大部分接种两剂疫苗的香港员工均可享有特别假期及

获赠港币2,000元购物券，可在公司旗下商场使用。

我们亦安排了一场虚拟座谈会，由多位来自医护组织医护诚信同行的专科医生讲解各种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的功效及安全疑虑，和深入探讨Delta变异病毒株，还设有答问环节。

此外，太古地产亦赞助香港总商会的「香港做得到」幸运大抽奖，旨在通过各种奖励措施

提高香港的疫苗接种率。我们送出价值港币500万元的购物券，可在公司旗下的商场使用。

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及推广接种疫苗

我们在香港及中国内地推动疫后复苏，致力营造社会凝聚力、促进社区建设和增强适应力。

社区抗御力 GRI
203, 413 
 
HKEX 
层面 B8
KPI B8.1, B8.2

三里屯太古里推动北京疫苗接种

三里屯太古里热心支持2019冠状病

毒病疫苗大规模接种计划，而获当

地政府认可。项目与地方政府紧密合

作，鼓励员工、租户及租户的雇员接

种疫苗。为庆祝三里屯太古里录得高

接种率，三里屯街道办特别给予「安

全免疫楼宇」称号。该称号是政府促

进卫生健康与安全和企业复苏的措

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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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筹办四川社区中心夏令营

太古地产爱心大使在四川竹创社区中

心举办首个专为农村儿童而设的夏令

营。为期三天的夏令营共有40名10至

12岁的儿童参加，安排了多项活动，

其中包括介绍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

遗址的考古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已将此中国文化遗迹列入世界遗产预

备名单。小朋友还通过分享会，聆听

社会福利机构高级代表讲解户外观

鸟及生物多样性保育。

 

这是我们的爱心大使首次举办农村儿童夏令营，他们的参与令活动更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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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wireproperties.com/spl_ms/ms_index.html?sUrl=0f83285a-e857-451b-b470-2ea9536851af/finished_product_of_Dream_Magici.ism/mani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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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关怀基金

太古地产社区关怀基金邀请员工提名一些知名度较低的香港社会福利机构，向他们提供

资助，旨在支援他们筹办和实施社区计划及外展项目。

社区关怀基金自2013年至今已捐出港币1,560万元资助145项社区计划及外展项目。

 
2021年，基金共赞助33项计划及外展项目，捐款总额为港币290万元，受惠项目包括：

J Life Foundation：为弱势社群小学生及家长举办体育训

练课程，邀请前香港奥运选手担任教练。项目有助解决疫情

期间儿童运动不足的问题，同时宣传经常运动的裨益，并提

倡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和态度。

喜动社区：为少数族裔社群提供培训，助他们学习维修保养

技能，并安排他们在各自社区定期举办的「复修冰室」活动

为弱势家庭提供服务，回馈社会之余，又能帮助他们增强自

信和归属感，达致社会共融的终极目标。

香港认知障碍症协会：于太古城一带为前线物业管理团队

及住户举办讲座和培训，以支持建立认知无障碍社区的计

划。

社会共融 37%

医疗保健 21%

环境 10% 

教育 19%

艺术文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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